
霍岱珊，淮河环保的“眼睛”

霍岱珊今年65岁，河南省沈丘县槐店
镇人。1998年,他辞去公职，独自走过淮河
沿线20多个县市、自淮河源头到淮河尽头
行程 4000多公里；自费拍摄了 1.5万多幅
有关淮河流域水污染的图片,目的是借影
像揭露污染，唤醒民众，保卫家园。受他的
影响，他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也成为他
手下没有报酬的“民间环保者”。他用了20
年的时间守望淮河，被赞为“淮河环保的一
双眼睛”。

霍岱珊告诉大河网记者，沙颍河作为淮
河最大的支流，曾经给他留下很多美好的回
忆。河水清可宴茶，船民娶亲的民俗风情让
他迷醉。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沙颍河河
水变得越来越差，鱼虾几乎断绝，清澈的河
水变得越来越黑，还散发着臭味。霍岱珊看
在眼里，疼在心头。为了保护淮河，2003年
10月，霍岱珊创办了淮河流域第一家民间环
保组织——“淮河卫士”，目前已有1000多
名环保志愿者。2008年以来，从淮河源头
到洪泽湖，“淮河卫士”建立了8个工作站，

“淮河排污口公众监控网络”初具规模。更

值得欣慰的是，霍岱珊的工作得到了国家有
关部门的认可，他们获得了“环保直通车”的
信息上传渠道，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
形式直接向环保部报告。

“我最初为淮河治理设定了三个目标：
可渔、可泳、可饮。”霍岱珊告诉大河网记者，
目前，在民间环保组织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淮河水质有了明显的改善，水中的鱼
虾多了，昔日渔民捕鱼的情景在淮河上随处
可见，在淮河游泳也没有问题，现在就差最
后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可饮”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霍岱珊今年已 65
岁，隔三岔五，他就要到淮河岸边走走看
看，他告诉两个儿子：“有一天我跑不动了，
你们要接过爸爸的相机！咱不求所取，只
求还乡亲们一碧清水……”

希望能破除体制顽疾

大河网网友“凌霄格格”说：“河长制”

迈出从“部门制”向“首长制”关键一步。就

像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一样，“河长制”可以说是“水缸子”首长负

责制。党政同责，首长负责，像抓粮食安全

一样抓水安全，就一定能够做到。

大河网友“影子”：河长制核心是党政

首长负责制，破除体制顽疾，改变“环保不

下河，水利不上岸”的尴尬。以前九龙治

水，有矛盾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沟通缺失，导

致问题搁置。现在出现问题可以通过河长

来协调、调度和监督。

“河长制”把责任明确到人

@螺旋生长：“河长制”能够对官员形

成有效的压力，能够有效调动地方政府履

行环境监管职责的执政能力，弥补环境部

门在进行水环境管理时所面临的行政权

限、技术手段、人员配备等方面的不足，使

得水污染的治理能够有效地贯彻下去。

@风华郑茂：“河长制”让各级党政主

要负责人亲自抓环保，有利于统筹协调各

部门力量，运用法律、经济、技术等手段保

护环境，方便各级地方领导直接进行环保

决策和管理。河长制的推行，正是领导撸

起袖子加油干实事的表现。身为河南人，

为这样接地气、敢担当、有作为的行动点

赞。

河长要尽心 百姓需给力

大河网友“花花的家”：河长考核应体

现民意，水质检测等关键环节应有公众和

第三方机构参与，以确保其公信力。同时，

还应通过民意调查、公众给河长打分以及

公开考核结果等途径，接受公众的评判与

监督，不及格者须受到处分。只有这样，才

能让河长实至名归。

大河网友“浏阳人家”：河道治理不可

能一蹴而就，不能只依靠官方河长，更需要

“民间河长”，第一时间反映河道整治的问

题，监督不作为的河长，让广大人民群众成

为河道真正的主人。河长要尽心，百姓需

给力；河长尽职，河南美丽！

建立绿色GDP政绩考核机制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彭俊杰认为，河长制，简言之就
是“一河之长”，大小河流都有了“负责人”，
由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属地河流生态环境管
理。推行五级河长制就是要建立省、市、
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各级河长负责组
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通俗
地说就是“省长村长，都是河长”。

彭俊杰说，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落实党
的十八大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推进水生
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河长制的实施，对
实现河湖功能的永续利用、形成全社会参
与的共治共享提供了制度保障。

彭俊杰认为，落实好河长制，首先需要
重视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要把改善水环境质量和保障水安全作为实
施河长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要正确处
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要按
照“协调”“绿色”发展理念治河，建立绿色
GDP政绩考核机制。其次要坚持问题导
向、因地制宜。立足不同地区不同河湖实
际，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实行一河一策、一
湖一策，解决好河湖管理保护的突出问
题。最后是加强水生态修复。强化山水林
田湖系统的综合治理，加大沿黄、沿淮、大
别山、桐柏山、伏牛山水源涵养区、生态敏
感区保护力度，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等重
要生态保护区实行更严格的保护。积极推
进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强水土流失
预防监督和综合整治，建设生态清洁型小
流域，维护河湖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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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仁忠

近日，台前县马楼镇一幼儿园发生一起事故，幼儿园接

送车不慎将车上一名学生轧死。当地教育部门表示，该县

没有审批一辆校车。目前，肇事司机已被控制，园方已和家

属就后续赔偿事宜达成协议。（3月27日，大河网）
又是一起“黑校车”肇事的惨案，近年来，我们经历过太

多这样的悲剧，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为何“黑校车”总是有禁

难止？

首先，“黑校车”的低成本、高利润让司机们敢于铤而走

险。“黑校车”多由面包车改装而成，只需几万元，自己拆掉

凳子就可以改造一个可乘坐二三十名小孩子的“通行车”。

每天只需要负责接送一下，就可以有上千元的月收入，在巨

大的经济利益下，司机自然敢以身试法。

其次，交通运输部门对农村通行车辆的监管失控也让

“黑校车”禁而不止。当前，“黑校车”主要集中在我国农村

地区，然而，在农村地区很少有交警巡查，每年只有偶尔几

次的临时检查，不能从根本上对“黑校车”形成有效的打击

和管控。对于农村“黑校车”司机而言，这些规章制度可以

说是“形同虚设”，毫无威慑力。

此外，学校和家长的默许也给“黑校车”猖獗提供了市

场。学校对于“黑校车”视而不见，认为这是学生家长和“黑校

车”司机之间的事，只要学生在校期间不发生问题，自己就尽

到了责任。家长则感觉自己花小钱就可以解决接送孩子的问

题，至于其他地区发生过的“黑校车”肇事案件，对他们而言，

感觉还是太遥远，内心存在侥幸心理。正因为学校和家长“默

许”，让“黑校车”可以游走于学校和家长之间，有禁难止。

“黑校车”轧死坠落学生，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安全

问题来不得丝毫马虎。这不仅需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加大巡

查力度，把农村纳入全面监管的范围之内，切断“黑校车”的流

通途径，也需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觉意识，时刻绷紧学生安全

这根弦。也呼吁社会加强对“黑校车”的共同监管和举报，不

要总是等到发生事故再来反思自己之责，不要总让孩子用生

命来为我们的“事不关己”买单。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大河网记者 孙振恒

2017年4月2日至4日，中原佛山文化庙会将于“美丽
乡村”巩义水道口盛大开幕，预计将有8万名游客欢聚在千
年豫西古村水道口。届时，大河网将与您共同见证千人同
穿汉服穿越秦汉的震撼场景，千万别错过九场大戏、人山人
海的盛况哦！

中原佛山文化庙会是由巩义市河洛商会、河南中原文
化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水道口村民委员会联合主办，大河网
协办的一场传承和保护中原佛山感恩文化的大型文化盛
会。中原佛山文化庙会由火烧娘娘庙会传承演变而来，已
有近千年历史，是佛教和道教的著名综合传承地之一，也是
中国感恩文化的传承和发源地之一。

中原佛山文化庙会主场地位于全国美丽乡村巩义市水
道口村境内。在水道口村村委会的精心组织下，庙会现场
不仅实现了人车分离、线路明确、民俗雅观、饮食卫生等多
项目标，更是组织了50位安全员、50名保安大队治安员来
保障这次中原佛山文化庙会的安全问题。

本届中原佛山文化庙会分为一个主会场、四个分会场，
将分别从文化贯穿、演艺统领、美食吸引、土特产销售、工艺
品展示、百货辅助、基本旅游点布设、祈福纪念等多角度展
示中原佛山庙会盛况。

此前的中原佛山文化庙会没有系统化管理，是较为松
散的民间社会传统庙会，如今的中原佛山文化庙会，在巩义
市河洛商会和小关镇水道口村民委员会的指导和帮助下，
已经发展成为以老乡聚会、物资流通、共话乡情为主的大型
文化盛会。

“黑校车”为何有禁难止

4月2日相约巩义水道口

中原佛山文化庙会来了

网友热议河南拟建省市县乡村5级河长体系——

打通河道治理“最后一公里”
□大河网记者 祝传鹏

今年3月22日是第25届“世界

水日”，我国今年活动的主题为“落实

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行河长制”。3

月21日,省水利厅发布消息，在国家

建立省、市、县、乡4级河长制的总体

设计基础上，我省根据实际情况，拟

增设村级河长，畅通治河“最后一公

里”。全省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以

上的1839条河流，拟建成省、市、县、

乡、村5级河长体系，各级党委或政

府主要负责人任河长，河流所经村由

村党支部书记担任村河长。此消息

一经发布即引发网友热议：责任到

人，以“河长制”实现河长治，打通了

河道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民间“河长”霍岱珊对淮河治理定了三个目标，可渔、可泳、可饮，已实现两个。

眼遇·河南

3月 26日在焦作市解放区灵泉陂村举
办的焦作市首届油菜花节上，嘉乐园老年大
学解放分校模特班部分学员身着漂亮的旗
袍，婀娜多姿，风韵不减当年，展示旗袍的美
姿，惊艳花海，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供图：大河网网友“焦作清风”）

油菜花开
旗袍惊艳

经安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安阳市
国土资源局委托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以网上拍卖
方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
规划指标要求

本次出让提供安阳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城乡规划委员会《规划条件书》
及附图（编号：[2016]003）。竞买人竞
得该地块后应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外，均可按照规定参加竞买。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凡有欠缴土地价款、非法集
资行为及不符合其他相关规定的单位
和个人，均不得参加竞买。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

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
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河南省国土资

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
统），提交竞买申请及交纳竞买保证金。

网上竞买申请提交及竞买保证金
到账时间为 2017年 4月 10日 8时至
2017年4月19日16时。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
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
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的 1至 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
证金。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网上拍卖开始时间为2017年4月

20日9时10分。
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

系统（http://www.hngtjy.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拍卖出让须知及出让文件。
拍卖出让须知及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
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

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
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提
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
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竞
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拍
卖人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
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
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

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

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网上拍卖
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应至少进行一
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 WinXP/Win7/
Win8；浏 览 器 请 使 用 IE8.0、IE9.0、
IE10，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
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申请
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方可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河
南CA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
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
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
练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竞买人需全面了解并遵守《河南
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
办法》及《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
统用户手册》。

其他事宜详见出让文件。
九、联系方式
地址：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
联 系 人：王立楠 郭强
联系电话：0372-2619806
监督电话：0372-2610222
网 址：http://www.landchina.

com/（中国土地市场网）
http://www.hngtjy.cn/

（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http://gtj.anyang.gov.cn/

（安阳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ayxqggzy.

cn/（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公共
资源交易分中心）

2017年3月30日

安阳市国土资源局 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安国土告字〔2017〕8号

地块编号

ays-2016

-80

注：土地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

规划

编号

AD7-

7-2-

1

土地位置

示范区金沙大

道与崇义路交

叉口东南

出让面积

（公顷）

9.876985

规划指标

规划用途

二类工业

用地

容积率

（万㎡/hm2）

≥1.2

绿地率

（%）

10≤Gn≤

20

建筑系数

（%）

≥60

出让

年限（年）

50

土地

状况

净地

有无

底价

无

竞买保证金

（万元）

626

起始价

（万元）

3127


